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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源,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合理利用水资
源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何在水利水电工程运行管理中更好
的做到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这点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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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resources are irreplaceabl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rational use of water resources is of more and mor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How to better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projects is very critical and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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